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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陆洋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周志华 

 

 

公司负责人余昱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邱玉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顾丽萍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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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9,305,335.72 322,412,757.14 7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323,604.25 28,949,777.70 15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9,831,452.34 20,516,404.24 24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780,064.42 -36,249,753.86 463.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90 0.0546 154.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90 0.0546 154.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8% 1.41% 1.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252,615,492.63 3,963,774,476.66 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69,420,615.41 2,291,814,226.61 3.3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79,514.6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99,811.2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105,850.0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037,625.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123.25  

个税手续费返还 115,306.81  

减：所得税影响额 727,598.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984.12  

合计 4,492,151.9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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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42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巴拿马海尔梅斯公司 境外法人 32.69% 174,857,799    

CAPITAL HARVEST TECHNOLOGY 

LIMITED 
境外法人 28.63% 153,119,69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81% 20,379,35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

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 12,371,20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成长

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3% 4,995,07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兴泉回报

12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3,972,782    

郑少君 境内自然人 0.72% 3,877,660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

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2,958,463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险分红－平安人寿－平

安基金权益委托投资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7% 2,502,22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小

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2,152,6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巴拿马海尔梅斯公司 174,857,799 人民币普通股 174,857,799 

CAPITAL HARVEST TECHNOLOGY LIMITED 153,119,691 人民币普通股 153,119,69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379,354 人民币普通股 20,379,35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12,371,201 人民币普通股 12,371,20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95,073 人民币普通股 4,99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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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兴泉回报 12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972,782 人民币普通股 3,972,782 

郑少君 3,877,660 人民币普通股 3,877,660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958,463 人民币普通股 2,958,463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平

安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资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502,220 人民币普通股 2,502,22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52,6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巴拿马海尔梅斯公司和 CAPITAL HARVEST TECHNOLOGY LIMITED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报告期末，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未参加融资融券业务。 

2、股东郑少君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877,66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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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2021年第一季度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1、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 40.40%，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2、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下降 100%，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回货款所

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 910.16%，主要系投资国债逆回购增加所致。 

4、使用权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 100%，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5、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 82.69%，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土地款所致。 

6、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 32.75%，主要系应付票据增加所致。 

7、合同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 90.68%，主要系根据合同预收款增加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期初下降 42.99%，主要系支付年终奖所致。 

9、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 92.14%，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收货款增加，导致

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10、租赁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 100%，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二）2021年第一季度利润表变动情况 

1、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上升 79.68%，主要系受益下游行业良好发展态势以及国内新

冠疫情控制稳定，公司抓住市场机遇，加大生产及营销力度，积极开发节能环保新产品，使

得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上升 71.81%，主要系销售收入上升所致； 

3、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上升 60.08%，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入增加，相应确认的税金

及附加增加所致。 

4、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148.57%，主要系报告期内随着研发项目增加及持续投入，

相应的物料消耗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 564.52%，主要系报告期内汇兑损益及利息支出较去年同

期增加所致。 

6、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 41.40%，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上升 163.86%，主要是报告期内衍生性金融产品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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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上升 126.96%，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坏账计提减少所

致。 

9、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 750.08%，主要系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较去年

同期上升所致 

10、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上升 3079.88%，主要是报告期内出售设备收益较去年同

期上升所致。 

11、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 443.50%，主要是收到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12、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上升 457.71%，主要是报告期内处理固定资产损失及对外

捐赠较去年同期上升所致。 

（三）2021年第一季度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上升 463.53%，主要系销售收入上升，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上升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 1194.55%，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国

债逆回购金额较去年同期上升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上升 50.73%，主要是报告期内归还借款

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4、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去年同期下降 80.57%，主要是报告期内境

外子公司报表折算本位币时的汇率变动所致。 

5、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去年同期下降 543.38%，要系报告期内购买国债

逆回购金额较去年同期上升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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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

股股东 

同业竞

争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全资、单独或与他

人联合控股或能够形成实际控制的子公司目

前未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各下属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主营业务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 

二、本公司承诺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

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上市公司或其下属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本公司促使本公司

下属其他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及

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上市公

司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016-01-29 
长期 

有效 
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6,229.00 58,443.00 - 

国债逆回购 自有资金 42,672.20 32,801.00 - 

合计  68,901.20 91,244.0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 待

地点 
接待方式 

接 待 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01-06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平安证券、淡水泉投资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1-07/1209058582.pdf 

2021-01-08 公司 实地调研 个人 柯剑、郭亨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1-08/1209076107.pdf 

2021-01-13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景林资产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1-14/1209099320.pdf 

2021-01-21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汇安基金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1-22/1209164767.pdf 

2021-01-27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宝基金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1-28/12092064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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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1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北京泓澄投资、上海东方证券资

产、国信证券、上海伯兄资产管

理中心、茂典资产、长城证券、

光大保德信基金、富国基金、金

元顺安基金、华泰柏瑞基金、共

青城基研投资本、中银基金、融

通基金、华泰证券、长城人寿保

险、华润元大、交银施罗德基金、

中金基金、中信证券、上投摩根

基金、南方基金、中欧基金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2-02/1209233538.PDF 

2021-02-02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证券、富国基金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2-03/1209238274.PDF 

2021-02-02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国信研究所、交银施罗德基、富

国基金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2-03/1209238253.PDF 

2021-02-03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北京源乐晟资产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2-03/1209238281.PDF 

2021-02-26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国信证券、施罗德投资、天风证

券、嘉实基金、国泰君安香港、

新华基金、中信建投资管、千合

资本、远策投资、丰和正勤、中

加基金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3-01/1209317725.PDF 

2021-03-02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西南证券、永赢基金、农银汇理

基金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3-03/1209329982.PDF 

2021-03-03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第一北京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3-04/1209336493.PDF 

2021-03-04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华泰证券、FountainCap、恒生

前海、上海宏流投资、东海证券

上海自营、中加基金、九霄投资、

农银汇理基金、上海玖鹏资产、

厚瞻资产、和谐汇一、富国基金、

建信基金、招商基金、拾贝投资、

淡水泉投资、第一北京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3-08/1209351950.PDF 

2021-03-05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安证券、茂典资产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3-08/1209351951.PDF 

2021-03-10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天风证券、TXCapital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3-11/1209368195.PDF 

2021-03-11 

杭 州

温 德

姆 至

尊 豪

廷 大

酒店 

其他 机构 

明泽投资、泊通投资、财通证券、

翀云投资、淡水泉投资、第一北

京、东吴基金、富国基金、鹤禧

投资、华商基金、嘉实基金、南

方基金、南华基金、和谐汇一、

信达澳银、中信保诚基金、中信

资本（中国）、中信建投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3-15/1209383352.PDF 

2021-03-12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投摩根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3-15/1209383363.PDF 

2021-03-19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富证券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3-22/1209426368.PDF 

2021-03-23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国信证券、浙商基金、太平资产、

3W Fund、Dymon Asia、Fountain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3-24/12094441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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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Green Court、PAG、

Schroders、大成基金、淡水泉、

东方证券、工银瑞信基金、广发

证券、国泰投信、红土创新基金、

华富基金、华夏基金、华夏未来

资本、汇安基金、嘉实基金、金

元顺安基金、九泰基金、南方基

金、诺德基金、平安基金、平安

资产管理、浦银安盛基金、青骊

投资、上海国泰君安证券、上海

山楂树甄琢资产、上海重阳投

资、拾贝投资、泰信基金、信达

澳银基金、阳光资产、银河基金、

银华基金、长安基金、中庚基金、

中国人保资产、中海基金、中加

基金、中融基金、中信保诚基金、

中银基金、个人投资者—陈志超 

2021-03-24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证券、东方基金、浙商基金、

华泰保险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3-24/1209444139.PDF 

2021-03-26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海通证券、中银基金、中国太平

资产、香港摩根大通证券 

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介绍等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

e/2021-03-29/1209473270.PDF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余昱暄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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